
晉級 名次 桌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隊員3 學校

晉級 1 ED02 新北市 Overdrive 葉思齊 Owen Lai TAS台北美國學校 李芩諭 新北市裕德雙語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 張祐誠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

晉級 2 EE10 新北市 人生勝利組 張嘉玓 甯泰翔 新北市崇德國小 張惟喆 新北市崇德國小

晉級 3 EB10 桃園市 成功之星3 許財得 林彥宇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國民小學 黃之庭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國民小學 閻宥伊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國民小學

佳作 EC10 台北市 RobotHome 15 魏士楷 賴威宏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龔亮宇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小學 蔡承學 臺北市立麗湖國民小學

佳作 EB04 新竹市 拉拉雞 吳承諺 謝杰翔 新竹市新竹國民小學 李子安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民小學

佳作 EB03 桃園市 我們一定要贏 邱創傑 游雅涵 青溪國民小學 賴和儀 青溪國民小學

佳作 EA02 桃園市 見招拆招 邱創傑 鄭祐昇 青溪國民小學 陳昱安 青溪國民小學 簡睿均 青溪國民小學

佳作 EC02 新竹市 綠光閃電 王志明 蔡尚融 新竹市龍山國民小學 劉遠璋 新竹市培英國民中學

佳作 EA05 新竹市 青剛櫟 吳承諺 李子平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民小學 戴偉恩 新竹市東園國民小學

佳作 EE06 新北市 林口樂奇4隊 陳信宏 蔡宗恩 麗林國小 官威翰 麗林國小

佳作 ED07 新北市 史上史上最時尚 葉思齊 丁品文 新北市文聖國民小學 陳學綸 新北市私立及人小學

佳作 EA09 新北市 棒棒白米隊 張嘉豪 傅睿寬 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 鄭東量 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

佳作 EC08 新北市 拿破崙三世 張嘉豪 蕭楷宸 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 蕭楷恩 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

佳作 ED09 新北市 為什麼快樂好棒棒 林志隆 李曜安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 潘昭明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小學 劉品妍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民小學

佳作 EE03 台北市 Creativity Taiwan 葉思齊 周俊燁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邱議德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張紘睿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佳作 EC09 新北市 勝利是我們的 張嘉玓 蘇柏愷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小 蕭安森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小

佳作 EB09 新北市 衝鋒戰隊 張嘉玓 許品浩 新北市立青山國中小學 柯幃膨 南港國小

佳作 EA03 台北市 RobotHome 11 魏士楷 盧星伶 臺北市立麗湖國民小學 游雅晴 臺北市私立華興小學 林秉昱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佳作 EE08 桃園市 激蛋 邱創傑 陳奕安 西門國民小學 陳奕宇 西門國民小學 簡睿頡 青溪國民小學

佳作 EB06 桃園市 VR永順 洪沁玫 徐睿璞 永順國小 徐源鴻 永順國小

佳作 EA01 桃園市 無敵特攻 李佳儒 陳柏諺 文華國小 陳韋豪 新北市麗園國小 張庭瑜 新北市頭湖國小

佳作 EA06 台北市 遊騎兵隊 李冠翰 潘政佑 臺北市南門國民小學 張碩恩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佳作 EA07 臺北市 快樂三年級 陳彥霖 盧均愷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 鄭翔元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小學

佳作 EC07 桃園區 林口樂奇3隊 陳信宏 蕭可芸 長庚國小 許彥翎 長庚國小

佳作 EB07 桃園區 林口樂奇2隊 陳信宏 蕭宇呈 長庚國小 王宸華 長庚國小

佳作 EC01 桃園市 機器人駭客 邱創傑 王予安 大有國民小學 許程皓 西門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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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級 名次 桌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隊員3 學校

晉級 1 EI07 基隆市 寶咖咖 林柏宗 張博惟 聖心小學 楊沛軒 暖西國小

晉級 2 EH05 新北市 Victorier 張嘉玓 張裕洸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國中部 吳胤辰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小 張劭宇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小

晉級 3 EG01 新北市 樂高萬歲 張嘉玓 黃楷翔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小 彭煒喆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小

佳作 EF05 新北市 lucky winner 黃詩家 鄭富升 榮富國小 賴鍇南 榮富國小

佳作 EI04 台北市 RobotHome 16 黃安妤 陳建昕 臺北市私立方濟中學 蔡習創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小學 范至翔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佳作 EF07 新北市 麥當勞A餐加可樂 張嘉豪 劉晁權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楊赫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蔡宜臻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佳作 EG07 新北市 李小龍在龍山寺吃小籠包 張嘉豪 魏君翰 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 王正毅 新北市立後埔國民小學

佳作 EI09 新北市 天生駭客隊 張嘉豪 鍾岳廷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魏爾均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佳作 EJ06 台北市 RobotHome 17 魏士楷 趙浩幃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莊道程 臺北市立南湖國民小學 任宥寧 臺北市立南湖國民小學

佳作 EJ02 基隆市 WINNER 林柏宗 魏烽修 武崙國小 許宇賢 信義國小

佳作 EH06 新北市 白米吃飯吃糯米飯 張嘉豪 王捷立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 何綋幐 自強國小 林洋宏 台北市實踐國中

佳作 EH10 台北市 J.A.M. 葉思齊 Jonathan Huang TAS台北美國學校 Avery Hsu TAS台北美國學校 Matthew Cheng TAS台北美國學校

佳作 EG05 新北市 好棒棒冠君隊 黃詩家 蘇冠宇 昌平國小 賴君彥 新泰國小

佳作 EF11 新北市 奶油桂花手 李冠翰 魏廷諺 新北市莒光國民小學 官守安 新北市莒光國民小學

佳作 EG11 桃園區 林口樂奇1隊 陳信宏 王宸安 長庚國小 羅皓天 長庚國小

佳作 EH03 桃園市 眾神聖戰 邱創傑 陳奕恩 青溪國民小學 張伯源 青溪國民小學 蔡明哲 青溪國民小學

佳作 EH07 台北市 雷霆小隊 曾小凡 蔡承諺 台北市民族國小 汪庭佑 台北市民權國小

佳作 EG04 新北市 NIKE 葉思齊 陳宇綸 新北市埔墘國民小學 劉桀民 臺北市蓬萊國民小學

佳作 EI01 新北市 Madness Robots 黃詩家 王健榮 裕德國中 王健毅 光華國小

佳作 EF10 新北市 旻日的佑子 張嘉玓 林佑澄 汐止國小 鄒宇旻 育成國小

佳作 EI06 臺北市 奶油血滴子 蕭仰均 陳柏安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謝婷如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林煜堂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佳作 EG10 新竹市 科技神龍 王志明 邱紀寰 新竹市科園國民小學 郭又愷 新竹市科園國民小學 黃雍原 新竹市龍山國民小學

佳作 EH04 臺北市 棒棒伯 陳彥霖 呂文琦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駱泓昌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施彥綸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佳作 EJ08 臺北市 嘻嘻嘻嘻 蕭仰均 謝宗甫 台北市西湖國民小學 陳右叡 台北歐洲學校 葉書妍 台北歐洲學校

佳作 EJ04 新北市 地表最強隊 二代 張嘉豪 徐語馡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黃一祐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游宜東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佳作 EI02 台北市 霹靂小隊 曾小凡 李名冠 台北市健康國小 李沛哲 台北市民權國小

國小乙組競賽(52)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iFsZqu_O7UAhXEXLwKHYYzCvQQFgglMAA&url=http%3A%2F%2Fwww.mqes.tp.edu.tw%2F&usg=AFQjCNEB2xVwInZVb3LT8KLvwEshvaNROA
http://www.gtes.tp.edu.tw/


晉級 名次 桌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隊員3 學校

晉級 1 JC03 基隆市 TCRA-1 鍾竣丞 魏稟峯 武崙國中 馬毅叡 銘傳國中 張皓軒 銘傳國中

晉級 2 JD02 台北市 Boston Lobster 葉思齊 張嘉翔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余品劭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藍聿萱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晉級 3 JC05 新北市 Mega Knight 葉思齊 黃鼎紘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范閎凱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何宸瑋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晉級 佳作 JC07 新北市 機械斬神 林志隆 廖苡翔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莊宇聖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

佳作 JD11 新北市 Play of the game 伍宏麟 陳冠志 恆毅中學 王彥傑 恆毅中學 郭駿廷 恆毅中學

佳作 JB02 臺北市 行 陳彥霖 張亦均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劉俊麟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陳揚青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佳作 JE10 台北市 RobotHome 8 魏士楷 王治凱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許睿哲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黃梓旗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佳作 JF04 新北市 恆毅5 伍宏麟 李致廷 恆毅中學 鍾雨衡 恆毅中學 劉書寰 恆毅中學

佳作 JC06 桃園市 國境之北 唐永光 莊秉澂 桃園市新明國中 吳紹祺 桃園市東興國中

佳作 JA06 台北市 RobotHome 7 魏士楷 李元博 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附設國中部 蔡加恩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林宸緯 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附設國中部

佳作 JD07 台北市 RobotHome 9 黃安妤 劉貴恩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林暐棋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馬于朝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佳作 JE09 新北市 Super formular 葉思齊 張庭碩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黃柏睿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丁俞豪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作 JD01 基隆市 TCRA-3 鍾竣丞 王泳心 銘傳國中 歐妤賢 銘傳國中 古昭璿 銘傳國中

佳作 JE05 台北市 Small Happy 葉思齊 蔡其翰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祐祥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慎禧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佳作 JF07 新北市 哥斯大黎加林務局副局長 張嘉豪 葉秉恩 天主教光仁高級中學國中部 莊凱捷 天主教光仁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作 JF01 臺北市 我不要最後一名 蕭仰均 郭宸維 台北歐洲學校 郭宣彤 台北歐洲學校

佳作 JB10 基隆市 TCRA-4 鍾竣丞 王薏茹 銘傳國中 江尚芸 銘傳國中 劉晧安 時雨中學

佳作 JD10 新北市 蛋洗廁所 林志隆 陳胤亘 康橋國際學校 賴翊洋 康橋國際學校 廖柏瑋 新北市中山國中

佳作 JD03 臺北市 宇幻一號 陳彥霖 周韋翰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靖軒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諺增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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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JD04 桃園市 國境之南 唐永光 黃 勛 私立大華中學 劉宣暐 私立復旦中學

佳作 JD08 新北市 get out of my jungle 林志隆 巫鑫權 新北市立林口國中 巫辰鍰 新北市立林口國中

佳作 JF03 台北市 RobotHome 6 魏士楷 陳廷綱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江杰穎 台北伯大尼美國學校 鄭宇程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佳作 JB04 台北市 Hmall Sappy 葉思齊 汪劭勳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戴祺原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佳作 JB06 桃園市 快樂好棒棒 黃雅謙 林立宇 青溪國中 林志曄 建華國中 蔡定綸 建華國中

佳作 JA02 臺北市 想不到 陳彥霖 陳敏錡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傅家均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何以謙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佳作 JD05 台北市 RobotHome 5 魏士楷 陳暘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楊承勳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洪曼庭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佳作 JD06 新北市 沒有這兩隊 陳宣宏 游閎翔 慧燈中學 吳詠承 豐年國中

佳作 JA08 新北市 獸比南山 陳皇羽 邱健智 東山國中 韓丞濬 南山國中 鄭錚聖 南山國中

佳作 JF02 台北市 特斯拉黃金 洪子銘 葉泓緯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陳施翰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賴進聰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晉級 名次 桌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隊員3 學校

晉級 1 SC08 臺北市 內工電子 蕭仰均 張治尹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曹晉瑋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周柏睿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晉級 2 SA06 台北市 RobotHome 3 黃安妤 譚力誠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李柏毅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莊維勝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SC05 桃園市 治平好棒棒01 張仁安 蔡定維 治平高中 吳俊宏 治平高中

佳作 SA02 臺北市 小精靈 陳彥霖 楊浩華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國中部 周韋伶 臺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實驗中學國中部 林展佑 桃園市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佳作 SA10 新北市 滿分就是我 林志隆 朱東坡 台北市私立奎山高級實驗中學 李承儒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陳俊曄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佳作 SB07 新北市 lIlIlIlI 許國財 郭王成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吳彥霆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陳雨翰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佳作 SA03 新北市 兄弟說帶頭牛出門散步 許國財 王韜智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王淮安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方譽翔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佳作 SA05 新竹市 芭樂甲金蕉 李嘉凰 葉峻維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周楷紘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佳作 SC09 新北市 古有神牛嚐百草 許國財 林陳盛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林育緯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蔡昊軒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佳作 SB01 新北市 就叫隊名.1 許國財 鍾筌寶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吳研聖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張峰瑋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佳作 SB04 台北市 學測戰士 黃健碩 周書佑 台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陳飛澐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佳作 SC01 新北市 Md.Monser dream 許國財 廖韋翔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賴永濬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王正杰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佳作 SC06 新北市 Robot Killer 林奕光 蔡承育 恆毅中學 鄭立杰 恆毅中學 陳堉騰 新北高工

佳作 SB10 新北市 WTC 林奕光 白承弘 恆毅中學 劉朝崴 恆毅中學 陳俊銘 明德高中

高中職組競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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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級 名次 桌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隊員3 學校

晉級 1 A1 新北市 SOY condimentum 謝朝安 劉定鈞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林梓獻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晉級 2 C4 新北市 Tigris 謝朝安 黃智謙 台北市私立華興中學國中部 呂育展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國中部

晉級 3 A4 新北市 pardus 謝朝安 范晟暐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闕壯彣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林品齊 台北市立民權國小

晉級 佳作 B2 新竹縣 翻轉足球機器人 陳龍雄 陳昱辰 新竹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洪睿遠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小學 黃柏勳 新竹縣立成功國民中學

佳作 B4 新北市 鐵血 謝朝安 郭以明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國中部 劉育成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作 C5 新竹市 柏翰柏勳的曙光 陳龍雄 李柏翰 新竹市私立曙光高中 李柏勳 新竹市私立曙光國中

佳作 B1 新北市 fulgur 謝朝安 趙子佾 台北市私立華興中學國中部 黃軍凱 台北市私立華興中學國中部

佳作 C1 台北市 thunder 謝朝安 董昱麟 東山國中 董妤霏 靜修女中

晉級 名次 桌號 縣市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學校 隊員2 學校 隊員3 學校

1 WE01 台北市 LOVE-N 莊芸薇 廖軒樂 康橋小學 簡甫丞 聖心小學 黃啟恩 深美國小

2 WE02 新北市 黃金時間救援隊 侯宜君 陳韋翰 埔墘國民小學 王冠鈞 海山國民小學

足球組(15)

WEDO競賽(2)


